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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下午举行
会议，研究部署近期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
作。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
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市委
副书记廖国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弦、保持警
惕心，思想上毫不松懈，工作上
统筹安排，责任上压紧压实，真
正把功夫下在日常、把工作做在
前面，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会议指出，要密切跟踪研判
疫情形势变化，及时优化调整防
控策略举措，持续做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按照中
央部署要求，落实好进境国际航
班调整相关事项，严格全流程闭
环式管理，严格各项健康管理措
施。全链条完善疫情防控相关
食品和加工环境检测。按照“预
约、限流、错峰”原则，有序恢复
电影院开放营业，切实做好电影
节筹备举办工作。空间密闭、人
员密集的管理场所、服务场所要
深化细化相关防控预案，严格执
行防控管理要求。个人防护措
施要反复提醒、做好引导，推动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持续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背街小巷、

村庄交界、房前屋后等环境整治
工作。

会议强调，下半年稳增长、
促发展任务繁重，要及早谋划、
统筹安排，做好精细化的预案、
实战性的演练，确保疫情防控不
放松、工作任务推进好。要狠抓
责任落实和工作督查，持续紧盯

“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
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点关
节点，切实做到责任到岗、责任
到人，技防到位、人防到位，持续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切实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陈寅、吴清、周慧
琳、诸葛宇杰、许昆林、彭沉雷、
陈群、龚道安、宗明、汤志平出
席会议。

本报讯 以“城市防疫 智慧
经济”为主题的2020台北-上海
城市论坛昨天举行。上海市市
长龚正、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出席
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市副
市长宗明、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作主题演讲，台北市副市长蔡炳
坤出席。

龚正说，“双城论坛”是上
海、台北携手合作的重要平台，
已成为两岸城市交流的典范。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
们 以 视 频 方 式 举 行“ 双 城 论
坛”，汇聚业界精英，开展防疫
交流与经济合作，分享智慧经

验，再续双城佳话。希望以此
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共识，
加强“后疫情”交流合作，为两
座城市共赢发展提供强大动
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为两地民众谋取更
多福祉。

柯文哲说，“双城论坛”与民
生息息相关，是两岸关系的重要
管道。今年受疫情影响，论坛首
次采用视频方式举办，彰显彼此
持续交流的善意和决心。两岸
之间历史文化相连，经济往来密
切，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
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两岸可

以通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追求两岸和平发
展。

论坛开幕前，两市领导还通
过视频进行了交流。

从 2010 年至今，“双城论
坛”已举办十一届，双方互签交
流合作备忘录达36项，在经贸、
科技、教育、卫生、文化、青少年
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
成果，为两座城市的民众增进了
了解、增添了福祉。今年论坛分
为主论坛及卫生医疗、产业经济
交流、区域治理与合作、智慧交
通四个分论坛。

昨天，以“城市防疫 智慧经

济”为主题的2020台北-上海城

市论坛首次以视频分会场形式

举行。今年的论坛分为主论坛

及卫生医疗、产业经济交流、区

域治理与合作、智慧交通四个分

论坛，吸引了沪台两地相关领域

学者专家和从业人员深入探讨

交流。其中，以“疫情防控分享

与交流”为主题的卫生医疗分论

坛上，沪台两地医疗卫生界“大

咖”分享了各自的抗疫措施和方

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

张文宏也介绍了上海医院的抗

疫经验。

医院发热门诊形成网
络对疫情防控非常重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医

院有哪些作为、发挥了哪些重

要作用？面对台北同行提出的

这个问题，张文宏分享了上海

经验。

张文宏说，上海医疗卫生体

系中，医院的发热门诊已形成网

络，“各大医院都有发热门诊，发

热门诊形成网络，对疫情防控非

常重要”。他表示，最近大家都

比较关心北京和乌鲁木齐两地

出现的疫情反弹，在这两次疫情

反弹中，医院都在防控中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各个医院的发热

门诊都是第一时间接诊，接诊后

发现病人，这样一个发现病人的

能力，是现在防控疫情的底线。”

张文宏认为，面对全球性的疫

情，医院的作用就是要具有最快

的发现能力，“快速发现是非常

重要的。”

张文宏透露，现在的综合性

医院都在积极扩充诊断能力，“如

果诊断能力上不去，对于快速发

现病人是不利的。这次北京在疫

情反弹之前，他们的诊断能力是

大型综合性医院每天诊断 1000

例，现在最厉害的时候能扩充到

10000例。”张文宏说，上海的大型

综合性医院常态化下每天都可以

做1000例以上的诊断，一旦发现

病人，可以快速反应。

发现病例以后，后续怎么操

作呢？张文宏说，上海的做法是

第一时间在各个综合性医院的

隔离病房进行临时收治，“如果

整个城市的收治能力足以应对

所有病例的话，我们会集中收治

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上海，

所有的病人，只要进来是阳性

的，不管是无症状、轻症还是重

症，一律集中收治。这样对于管

理以及对其他医院的正常运作

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后疫情时代产业经济
如何取得新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

虐，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深远影

响。此次双城论坛上，以“后疫

情时代产业新发展”为主题的产

业经济交流分论坛也吸引了众

多业界大咖的关注。

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吴金城做了《在线新经济 产业

新空间》的主旨演讲，介绍了上

海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抓住新

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等趋势，顺

时应势并加以支持引导，通过壮

大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做足“新

增量”的做法。

而在交流主题演讲中，沪台

两地多位与会嘉宾就数位经济、

智慧支付等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上海众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冷静在演讲中表示，疫情下，上海

抓住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趋势，

打造在线新经济新高地，新应用

场景赋能新业态，新生活方式激

发新模式，在线新经济爆发出惊

人的能量，上海互联网企业逆势

飞扬。

在冷静看来，和互联网进入

新时代一致，电商也迎来了新的

时代。“很多此起彼伏的热点并

不一定带来本质的变化，比如最

近大火的直播、短视频等，我们

认为这些只是内容表达形式的

增强。而新电商真正的资产是

私域流量的价值，谁真正拥有私

域流量，谁才能真正拥有新电商

的未来。”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但外资企业看好中国、投资
上海的热情不减。54个外资项
目昨天在沪集中签约，投资总额
超过80亿美元。上海市市长龚
正出席签约仪式，副市长许昆林
致辞。德国勃林格殷格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和法国法能
（中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负责
人作为签约项目代表发言。

此次签约的项目中，15个项
目涉及新基建，涵盖网络科技、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
业；10个项目投资超1亿美元，涉
及商务服务、能源和金融等领域；
3个项目来自世界500强企业。

上海历来高度重视利用外
资，今年以来，四套班子领导和

市区两级领导干部对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重点外资企业开展
全覆盖走访，对全市5万余家外
资企业开展全方位联系服务，同
时创新运用“云推介”“云洽谈”

“云签约”等招商模式，全力稳住
外资基本盘。上半年，上海实到
外资10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5.4%；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累计分
别达到746家和471家。

上海将着力推进全方位高水
平开放，不断强化“四大功能”，努
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为
各类企业提供更优质、便捷、高效
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沪放心
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2019 年，市级“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5.86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54亿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72 亿
元，减少0.1亿元；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3.44亿元，减少0.86亿
元；公务接待费 0.7 亿元，减少
0.58亿元……在7月22日召开的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长曹吉珍
受市政府委托，作了《关于上海
市2019年市级决算及2020年上
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2019年，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7165.1亿元，为
预算的96%，比2018年（下同）增
长0.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179.3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2%，下降2.1%。其中：市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3397亿元，为预
算的96.7%，增长1%；市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629.3亿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100%，下降5.8%。

2019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
收 入 4607.6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98.1%，增长6.8%；全市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4005.9亿元，完成预算
的97.6%，增长5.8%。

报告还汇报了本市地方政

府债务情况。经国务院批准，财
政部核定本市2019年年底的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8577.1 亿
元。经财政部2019年地方政府
债务年报审核，截至 2019 年年
底，本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5722.1 亿元。按审计口径计算
的2019年年末本市地方政府债
务率为46.1%，债务规模适度，风
险总体可控。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本市
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根据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
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要求，按照
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
效”“更加积极有为”的精神和要
求，全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复市，多措并举支持扩大
有效投资，千方百计持续提升民
生福祉，从严从紧落实政府带头
过“紧日子”要求。

下一步，本市将重点推进以
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力支
持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二
是聚力支持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三是持
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进
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财政改革；五是加快构建政府过

“紧日子”的长效管理机制。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7月22日，在市第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上，市审计局局长王建平受市
人民政府委托，作了关于2019年
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2019
年，全市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
展，深化改革开放。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
进。财政支出聚力增效，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社会民
生持续改善。一年来，市审计局
加大问题查处力度，着力推动问
题解决，共移送各类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20项。对审计查出的问
题，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制定整改
措施709项，建立健全制度148
项，促进增收节支51.09亿元。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会议

思想毫不松懈 责任压紧压实

2020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昨天举行

张文宏介绍上海抗疫经验

54个外资项目在沪集中签约

市财政局：

去年政府少花1.54亿元

市审计局：

去年促进增收节支51.09亿元


